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被指發射催淚彈後 希臘部隊再遭控剝光難民衣物驅逐出境
日期：2020/03/08
彙整人：劉鳳琴
新聞摘要：土耳其政府於 2 月宣布開放首都安卡拉邊界，而其難民則經由愛琴海逃向希臘，然而卻遭希
臘部隊暴力對待，而難民分別來自敘利亞、阿富汗、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等國家，此時正值歐洲地區天寒
地凍時期，當全世界在對抗武漢肺炎時，這些難民卻除了要保護自己別被感染外還要遭受到驅離的困境，
相信身心上受盡折磨，不是一般有家的溫暖之下的人所能感受的。
來源：https://www.ltn.com.tw/
媒體：NHK 報社
標題：緊急事態公告的法案將於 13 日正式實施
日期：2020/3/9
彙整人：劉鳳琴
新聞摘要：政府為了應付因冠狀病毒擴大而做準備，總理大臣實行緊急事態公布，對於自治單位團體像
是外出時的自我控管和學校休息不上課等等的要求實施法案，正決定於 10 日在內閣會議中於國會提出
此法案。
來源：https://www3.nhk.or.jp/news/?utm_int=all_header_logo_news
媒體：網上電台
標題：新冠病毒擴散: 歐盟 27 國全數中招
日期：2020/3/10
彙整人：陳筠
新聞摘要：歐盟塞浦路斯 3 月 9 日首次通報 2 起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分別為 25 歲和 64 歲的塞浦路斯男
性。他們一人剛從意大利米蘭返國，另一人剛從英國返回。就此，歐盟 27 個成員國全部中招。今天歐
盟成員國首腦將召開視頻峰會，討論合作協調應對之策。
歐盟成員國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有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德國。意大利是中國境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已確診 9172 例，死亡 463 人。法國是歐洲疫情第二嚴重的國家。昨天確診病例超過 1412 例，錄得死亡
病例 25 例。
來源：
http://www.rfi.fr/tw/%E6%AD%90%E6%B4%B2/20200310-%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6%93%B4%E6
%95%A3-%E6%AD%90%E7%9B%9F27%E5%9C%8B%E5%85%A8%E4%B8%AD%E6%8B%9B

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關鍵評論網
標題：「上帝垂憐之國」義大利，為何淪為歐洲疫情重災區？
日期：2020/3/10
彙整人：蔡清麗
新聞摘要：3 月 8 日的單日確診人數突破 1492 例，確診病例來到 7375 大關，累積死亡 366 人，成為歐
洲最嚴重災區。過去，義大利或是歐洲人並沒有戴口罩習慣，對於新冠狀病毒的衝擊，他們開始戴上口
罩，然而，也不得不停止過去他們特有的熱情招呼，並配合政府的緊急措施。
義國宣布對台灣航班暫停，出於中國「一中原則」，與曾停留過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疫區的所有國
籍旅客，入進需要 14 天居家隔離，因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疫區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
義國在疫情爆發後啟動緊急措施，大多數娛樂場所關閉，運動賽事也延後舉辦，禁止民眾接吻擁抱以及
握手等相關政策。
過去義國在歐盟中已呈現極高的赤字，加上這一波的疫情，使得義國今年的 GDP 也會持續下降，經濟成
長率也同樣下跌。目前歐盟同意提高義國赤字率，但其他歐洲各國因義國的感染人數逐漸提高，大家依
舊同意義國的赤字提高?
義大利在這幾周的疫情急速增加的原因：
1. 禁止中國航班直航，卻未禁止轉機「人」的帶原，中國旅客可由第三方或多次轉機到義大利。無法
預測旅客足跡，到底誰是義大利境內感染的源頭，追蹤感染源的足跡施以隔離。
2. 缺乏「機場檢疫」、「疫區入境隔離」
3. 「醫院擴散」、「採檢過多」與「缺乏協調」等導致新型冠狀病毒快速傳播的主因。醫院未在最初診
斷判定是否為新冠肺炎，導致其餘人感染。
4. 指揮不一。
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200
媒體：金融時報
標題：歐盟誓言要傾盡所有可行資源對抗新冠狀病毒的衝擊
日期：2020/3/10
彙整人：紀奕安
新聞摘要：歐洲聯盟誓言面對新冠狀病毒，他們將加強對會員國的援助。透過集結所有歐盟領導人的合
作，允許給予企業援助，並在預算規則內做資源的柔性
配置，容許放寬公共花費上的預算。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宣布，會從現有歐盟資源內，增加價值 250 億歐元的投資基金來對
抗此次危機。她同時聲明：
「我們將在救援行動上傾盡所有資源來確保歐盟經濟於這場風暴中的狀況。」
歐盟 27 個會員國召開了前所未有的視訊會議，共同討論如何應對新冠狀肺炎帶來的衝擊，並達成共識。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各個會員國已準備使用所有必要手段來對抗此疫情。另外，奧地利對公眾
生活啟動全面性限制，並關閉對義大利的邊界，以防止新冠狀肺炎擴散。
來源：https://www.ft.com/content/8a55bf1c-62eb-11ea-b3f3-fe4680ea68b5

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中國外交戰想洗武肺「污名」歐盟商會主席：歐洲明顯怨恨中國
日期：2020/3/10
彙整人：紀奕安
新聞摘要：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報導，北京外交和宣傳機構開始大動作洗刷疫情為中國帶來的「污名」。
然而，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特克卻毫不客氣地表示：「歐洲對中國的怨恨顯而易見。」並揶揄道，習近
平盼透過「一帶一路」計畫聯繫全球，「但這（武漢肺炎）不是人們希望的帶和路。這是一場悲劇。」
紐時指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 3 日在致聯合國成員國的信函中，試圖把中國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描述成「國際遏止病毒傳播的重要領袖」，並藉此對曾針對中國關閉邊境、取消航班或限制旅行的國家
做出嚴厲回應。此外，北京不但抨擊並嘲諷他國政府的應對方式、驅逐外國記者，並暗示病毒源於其他
國家；同時讚揚曾向中國運送物資或對中國旅客保持開放的國家，並向他國運送救援物資。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21 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指出，「北京正針對這種流行病打地緣政
治牌，國內的宣傳是敵視美國，強調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和習近平的智慧。」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員、
新聞網站「中國數位時代」創辦人兼總編輯蕭強則說：「北京正在努力彌補新冠病毒造成的外交損害，
以及在國內為習近平帶來的損害。」
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095030
媒體：La Croix 十字架報
標題：土耳其：有必要更新與歐盟的 2016 年移民協議
日期：2020/3/10
彙整人：林郁涵
新聞摘要：土耳其境內目前有大約 370 萬名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國的移民。這些移民是 2015
年爆發歐洲移民危機，數百萬移民湧向歐洲時，歐盟為了阻止更多移民進入歐洲，2016 年 3 月與安卡拉
簽署移民協議。因此近期土耳其外交部長卡夫索格魯(Mevlut Cavusoglu)在 3 月 10 號接受土國安納杜
魯新聞社(Anadolu Agency)訪問時表示，有關 2016 年的移民協議內容，歐盟提供土國公民免簽待遇，
以及更新土國與歐盟的關稅同盟關係，都必須確實履行，以解決當前這波移民問題。為了解決新一波的
移民問題，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9 日與歐盟和北約組織(NATO)領袖在布魯塞爾舉
行會談，但是艾爾段提前離開會場，未跟歐盟和北約領袖發表聯合聲明。根據協議內容，所有經由土耳
其非法進入希臘的難民，都將被遣返土耳其，而歐盟則提供土耳其 66 億歐元援助，並加速土耳其加入
歐盟的進程，以及讓土耳其國民享有免簽證進入歐洲的待遇。
來源：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54836

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朝日新聞
標題：歐 盟 對 義 大 利 等 國 家 優 先 實 施 提 供 口 罩 的 援 助
日期：2020/3/11
彙整人：紀奕安
新聞摘要：歐盟的領導人於 10 號緊急召開視訊會議，討論新冠狀病毒在歐洲急速蔓延的問題，並決定
優先提供口罩和經濟對策上的協助。對於義大利等有大量感染者進出的國家，歐盟會員國共同協調支援
方針。
對策方針分為四的部分，分別為抑制感染、提供口罩等醫療用品、促進疫苗等研究、社會及經濟上的影
響。為了能將醫療用品送至需要的區域，歐盟執
委會表示會進行醫療用品的採購。
在經濟方面的對策，歐盟一致同意動用國家財政，並放寬企業支援上的限制限制，對歐盟預算規則採用
柔性配置政策。另外，會特別留意中小企業資金調度的問題。
來源：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3C4KFHN3CUHBI00H.html
媒體：明鏡週刊
標題：為何義大利感染人數如此多
日期：2020/3/11
彙整人：蔡清麗
新聞摘要：在義大利為何如此多的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已知的感染人數位居歐都第一，其次是法
國 1700 例，再來是德國 1300 例。此外義大利已有 630 多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率高達 6%。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WTO)的數據，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率應該介於 3%~4%之間。專家估計死亡率應在 0.7%左
右，因為專家認為有許多潛在未發現的感染者，並不再統計數值中。
義大利感染新冠狀病毒死亡率高的原因以下：
1. 義大利平均年齡較高（46.3 歲），所以抵抗力較弱，更容易受感染。
2. 醫療系統不足
3. 病毒傳播路線沒有追蹤，導致無法得知可能受到感染的族群，以至於病毒迅速散播感染其他人。
4. 醫院未給病人做進一步檢查，病人始終不知自己染上病毒，在未被隔離的狀態下，病毒迅速散播。
目前，義大利封城，禁止旅遊與集會，除了超市及藥房，大多數商店及飯店歇業。
來源：
https://www.spiegel.de/wissenschaft/medizin/coronavirus-warum-gibt-es-in-italien-so-viele
-faelle-a-a9b30229-9e94-4297-aa8c-ffd31c80b428

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ZDF 德國電視二台
標題：許多德國小學缺乏音樂課程
日期：2020/3/11
彙整人：曾琳
新聞摘要：太少的音樂老師在德國的小學任教，因此即使音樂在國小是必修的課程，任教的老師通常不
諳音樂。約有一半的德國小學生面臨這樣的情況。
專家直言，這對於弱勢的家庭而言更加不利，因為這些家庭無法負擔音樂學校昂貴的學費，所以如果這
些較貧窮的孩子，無法在公立學校接受音樂課程，他們將失去認識並體會音樂的機會。
對於目前音樂師資缺乏的困境，專家建議藉由讓大學增加音樂相關科系的名額，來讓前往就讀的學生，
有機會成為未來的音樂老師。除此之外，專家也建議非專精於音樂的國小老師，也應改要接受音樂課程
的教育，為了提供更優質的音樂課程，並且更加了解如何用音樂與學生互動。
來源：https://www.zdf.de/kinder/logo/zu-wenig-musikunterricht-100.html
媒體：歐洲司
標題：法國宣布各級學校無限期停課 未來恐關閉邊境
日期：2020/3/11
彙整人：林郁涵
新聞摘要：近日歐洲地區「武漢肺炎」 疫情急遽升溫，影響範圍持續擴大，除日前已提升旅遊疫情建
議及旅遊警示等級的義大利（第三級、紅色）
、法國、德國及西班牙（均為第二級、黃色）
，周邊相關國
家病例數也顯著增加。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日前評估歐盟地區及英國的感染風險、發生群聚風
險及未來數週出現廣泛持續性傳播的風險均為中級至高級。
為加強防疫警戒，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於本(3)月 11 日上午宣布將冰島、瑞士、挪威、瑞典、
比利時、荷蘭、丹麥及奧地利等 8 國旅遊疫情提升至「第二級」（警示，Alert），建議國人在當地應採
取加強防護措施，從上述國家入境的民眾要落實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
來源：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8742DCE7A2A28761&sms=491D0E5BF5F4BC36&s=3
079C6DD90F5BB14

歐洲新聞彙整
2020/03/08-03/14
媒體：Le Monde 世界報
標題：新型冠狀肺炎：法國總統馬克宏頒布公告後，大眾交通的結果如何？
日期：2020/3/13
彙整人：張乃仁
新聞摘要：法國總統馬克宏於周四針對國內新型冠狀病毒發布疫情公告。為確保醫療人員及相關防疫工
作順利，大眾交通仍正常營運，呼籲搭乘民眾自主防護，邊界管制等來往雖尚未禁止，但政府強調降低
旅遊感染，減少旅行及避免不必要之外出，因應政策亦限制法國區域旅遊人數。另外，教育部最新公告，
法國於下周一（三月十六日）開始，全面停課，抑制孩童傳染及社區群聚感染之危險。
來源：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03/13/coronavirus-apres-les-annonces-de-macr
on-quelles-consequences-dans-les-transports_6032852_3234.html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法國宣布各級學校無限期停課 未來恐關閉邊境
日期：2020/3/13
彙整人：張乃仁
新聞摘要：法國避免疫情擴散加強校園防疫，下週起立即停課。將於下週一（十五日）舉行的市長選舉
如期進行，總統馬克宏也強調將正視被受影響的財政著況。
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098266

